
 

 

 

 

2021-2022年度  上學期 

成績優異獎  得獎名單 
 

 

 

一年級 林巧彤 黃樂兒 袁愷欣 黃紫甯 關凱螢 

(11人) 梁諾雅 吳汶姍 陳天焮 江芍希 麥芯予 

 王諾怡     

      

二年級 鄭曦喬 薛芷熹 王詩淇 麥倖誼 岳瑞宸 

(10人) 陳朗蕎 梁雅晴 方舒薇 黃凱琳 余沁穎 

      

三年級 李昊鳴 王韻芯 楊雅晴 梁爾純 岑沛彰 

(10人) 楊以靜 黎洛榣 楊以純 毛睿僖 余樂欣 

      

四年級 陳穎彤 吳梓蕎 貝婉婷 李晨月 李喜兒 

(10人) 呂沛思 張倬寧 張汝適 葛曉同 藍兆滺 

      

五年級 陳諾妍 錢學慧 李希鳴 蔡佩珈 何依璇 

(10人) 石瀅婕 簡佩淇 古蔚然 劉穎嘉 黃欣喬 

      

六年級 陳沅琳 林恩慈 蕭恩晞 薛睿琳 譚昊霖 

(10人) 王韻姿 李晞瑤 麥鎧彤 何善加 林雍澄 

 

  



2021-2022年度  上學期 

勤奮向學獎  得獎名單 

 

 
一甲 區純嘉 趙書顯 蔡澦菲 周繹庭 康雅鍶 

(11人) 李淽晞 劉妍濤 鄧禹翹 曾芊穎 曾  心 

 黃子庭     

 

一乙 陳在暖 陳  鈴 陳慕雅 鍾宛澄 劉子悅 

(10人) 劉曉欣 盧思雅 黃洛潼 黃暐晴 楊諾澄 

 

一丙 陳俐螢 陳羨兒 朱芷慧 葉凱琳 梁家嘉 

(13人) 呂婕綾 呂心穎 麥悅華 董珞齊 譚楡熹 

 黃耀瑤 胡均宜 阮  悠   

 

一丁 張明懿 張說晴 蔡卓悠 蔡詠渝 傅芊穎 

(12人) 劉庭欣 馬愷兒 馬樂桐 龐仟悦 黃敏儀 

 葉秋妍 任瑋熹    

 

二甲 陳卓蔚 蔡尚彤 何浠泳 龔潔伶 吳貝兒 

(12人) 吳子琳 宋佳音 鄧詩晴 曾媲澄 徐沚穎 

 王慎思 張宜庭    

 

二乙 陳沛柔 鄭念恆 鍾梓珵 范天嵐 葉希晴 

(17人) 賴卓琳 劉卓昕 李芊廷 龍天欣 馬楚喬 

 麥可柔 伍鎧澄 吳宛庭 鄧詩琦 黃塏彤 

 楊雙苗 葉余安    



 

二丙 陳玥頤 何思雅 林施爾 梁晲曈 李曉穎 

(10人) 廖卓盈 吳晞言 蕭懿澄 蔡希妤 胡紫瑜 

 

二丁 畢思睿 陳秀一 鄭珈晞 張海婷 范梓欣 

(8人) 李佳恩 陳詩晴 葉嫣怡   

 

三甲 鄭佩喬 何詠怡 梁樂甄 黎泳汝 譚思思 

(12人) 鄧珀晴 謝欣妍 王芷霖 黃子昕 胡柏欣 

 楊釨瑤 余明熙    

 

三乙 陳可芹 陳令儀 陳抹一 張苡喬 馮婉然 

(16人) 何心文 葉佩嵐 高珮珈 江祉瑩 林洛希 

 林莃晴 劉子晴 曾心柔 謝宛桓 王宜姍 

 王悦曈     

 

三丙 植嘉悅 郝穎恩 利芯言 李琛語 盧樂悠 

(11人) 吳芷青 
Ooi Jun Han 

Allison 彭琛桓 衛翠溰 楊詠如 

 余悅薇     

 

三丁 陳睿苡 陳晞瑤 周芝彤 李詠琳 梁靖淇 

(11人) 麥芯翹 麥芷瑋 曾琛穎 黃心柔 胡沁虞 

 余佳宜     

 

四甲 陳卓楹 霍尚琳 林致妍 尹沛鍶 黃韻榆 

(8人) 殷麗芸 葉曉澄 余恩蕎   

 



四乙 陳馨儀 陳悦晞 蔡詠瑤 周梓靖 朱綺文 

(14人) 徐海晴 鍾珮瑤 金可妮 劉采瑩 梁詠思 

 盧頌恩 謝凱瀅 黃曉欣 叶芷菡  

 

四丙  陳逴諾 陳康童 陳羨汶 韓蔚晴 劉凱晴 

(7人) 唐梓銒 謝康堯    

 

四丁  陳穎蕎 張殷瑜 黎樂知 劉穎心 蕭詩淇 

(8人) 鄧穎恩 曾憲玟 黃  蓉   

 

五甲 徐靜雯 李樂筠 李蔚楠 吳浠誼 蘇恩潼 

(10人) 謝欣翹 黃智盈 黃子穎 黃中玟 胡珀萁 

 

五乙 陳可翹 鄭朗斯 鍾渪琪 馮晞晴 何卓桐 

(9人) 林晞恩 林芓臻 林韻嘉 梁棹喬  

 

五丙 陳心言 陳樂怡 張思俐 江奕嘉 黎凱嘉 

(13人) 李芍蕎 蘇希延 鄧日晴 杜卓螢 王  融 

 王芷悠 胡欣雅 邱卓昕   

 

五丁  陳泇渝 趙卓皚 許鎧淇 李曉皓 李心韻 

(8人) 麥穎琳 王孝如 葉靜林   

 

六甲 張欣婷 周  韻 鄺琛喬 顏詠霈 譚芯宇 

(6人) 王逸欣     

 

六乙 鄭柏思 張茵蒨 何駿恩 江沛澄 羅善楹 

(9人) 吳晅聏 謝寶瑩 袁熹晴 陳紀悠  



 

六丙 鄭曉彤 鄭天恩 許邇霖 梁樂敏 陶紫悠 

(10人) 謝明璋 黃懿晴 胡曉霖 邱闡瑩 楊詠嵐 

 

六丁 陳  衎 趙穎鍶 孔慶雲 李恩晴 梁廷而 

(11人) 吳貝彌 彭頌萱 蘇芷瑤 胡若軒 楊依靜 

 彭加尤     
 

 
 


